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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戰會停火 中美競爭不會停
劉遵義：雙方加強經濟依存度才可雙贏

劉遵義認為，貿易戰雖涉及很多問
題，但相信可逐步解決，其中美

中貿易逆差亦是較容易解決的問題。
他指，美國稱中國內地對美貿易順差
逾3,000億美元，但他認為有關數據或
被誇大，料實際數字只有約1,100億美
元，因此只要內地增加美國進口產
品，料兩國貿易可在數年之內達到平
衡，建議內地可進口更多有需要的產
品，如美國液化天然氣及農產品等。

華對美貿易順差或被誇大
貿易戰反映的不只是貿易逆差問
題，劉遵義認為中美競爭是在所難免
的，而且在經濟和科技上尚會持續一
段長時間競爭，並形成一種新常態。
他解釋，主因內地近年發展太快，美
國擔心「龍頭」地位不保，因此拉開

貿易戰，然而他認為貿易戰只會帶來
雙輸局面，反而雙方加強彼此的經濟
依存度，相信可帶來雙贏局面。

美若棄用華為三星得益
對於孟晚舟事件，劉遵義指事件反

映華為技術領先以及擁有多項專利，
令美國有所顧忌，尤其在國家安全問
題上，美國人大可不用華為，但其他
公司未必可提供如華為般價廉物美的
產品，而且對等的，中國人亦可以放
棄使用蘋果的iPhone，最後得益的可
能是三星，成為最意想不到的結果。
同場的耶魯大學金融學前教授、亞

洲環球研究所所長、香港大學經濟及

工商管理學院講座教授陳志武則認
為，中美雙方在3月1日前有至少90%
機會達成協議，因此他認為應該擔心
的是貿易戰以外的糾紛，「長遠來
說，中國要解決挑戰就必須進行改
革，不改革的話就算熬過貿易戰，金
融挑戰還是會很嚴重」。

陳志武籲國企民營化減干預
陳志武解釋，內地金融市場的討論
都停留在技術層面上，實際上改變不
了根本問題。他強調把資本市場建立
好的關鍵，是讓資本市場幫助年輕人
創業和創新，並擁有以資本市場為核
心的金融體系，以及政府決策部門不

能隨便干預市場，讓資產價格非常準
確地反映基本面。
陳志武相信，只有讓國有企業民營
化，才能讓國務院宏觀經濟政策不受
金融市場干擾，而內地金融改革難就
難在監管機構和宏觀政策的制定部門
經常對資本市場有要求。他指，內地
沒有出現過金融危機，因為內地沒有
出現過真正的金融市場。
另外，亞洲金融集團及亞洲保險總

裁兼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中大系
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金融科技實務
教授陳俊光、股市漁夫系統創辦人莊
志雄、科大商學院教授兼財庫局前局
長陳家強亦有出席峰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翠媚）環球
不明朗因素增加，投資者的避險情緒
上升。股市漁夫系統創辦人莊志雄昨
出席灼見名家財經峰會時表示，預期
美國縮表將成為今年最大隱憂，主因
縮表效果如同加息，會令市場資金抽
緊，故今年相對看好避險資產，如黃
金、美國國庫債券等。

經濟或「早衰」美元走勢繫全球
莊志雄表示，美國去年經歷加息及

首次縮表，導致有9成資產價格下跌，
在負財富效應及去槓桿問題下，美國
經濟有機會早過預期出現衰退，而由
於美國經濟在衰退前，當地財赤問題
嚴重，料美國將透過大量發債去解決
財赤問題，如果財赤問題如預期惡
化，美元將大為貶值。他認為，若美
元有秩序地貶值料對新興市場有利，
否則對環球市場都會有影響。
莊志雄指，縮表可視之為加息，而

美聯儲今年計劃再縮表6,000億美元，

效果等於加息75點子，由於美國推行
第3次量化寬鬆後，很多企業利用低息
借貸回購，日後借貸環境轉差，劣質
企業周轉困難，有機會爆發企業違約
潮。

縮表等同加息 或爆違約潮
他亦提到，歐洲央行今年開始收

水，如果日本央行未來一起縮表的
話，環球資金流動性將非常緊縮，不
利各類風險資產前景。

鍾富榮：國企內房債短線看高
同場的光大控股董事總經理兼固定

收益及量化策略投資主管鍾富榮則表
示，今年上半年看好高收益債券，尤
其是大型國企的企業永續債及內房
債。他解釋，中長線不明朗因素包括
美聯儲會否放緩加息、歐洲央行收水
等，故認為應採取較審慎投資態度，
建議將部分資金配置中資海外企業的
美元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己亥
豬年快到，新鴻基地產代理執行董事馮
秀炎表示，大埔超級城今年以「金豬報
喜迎新春」為主題，推廣費達880萬
元，創歷年新高，按年升約10%。商場
與法國知名插畫師瑪莉．黛思邦絲以新
春萌豬為設計概念，打造佔地1,500方
呎的「新春萌豬桃花園」，又首創推出
「新春電子萌豬大激賞」互動電子遊戲
及「新春WhatsApp賀年貼紙」，並有
「新春S.T.E.A.MA體驗館」、「新地
百萬生肖蘭花展」及「新地金豬賀歲二
重賞」。

新春生意額料2億升10%
她指出，大埔超級城首創推出線上線
下結合的「新春電子萌豬大激賞」互動
電子遊戲，顧客只需用手機掃描指定二
維碼，即可於線上自選可愛萌豬進行互
動遊戲，完成任務即可獲得電子金幣。
顧客可憑電子金幣為萌豬添置賀年服
飾和新年擺設等遊戲裝備，更有機會換
領禮品，包括新款智能手機、電玩產
品、新款美妝產品、商戶現金券等新年

禮品，加強智能化互動購物體驗。
她預期，大埔超級城於農曆新年推廣

期（即1月25日至2月19日共26天）的
客流可按年升12%至15%，達580萬人
次，年宵市場開放預期人流再創高峰，
達20%增長，生意額可達2億元，按年
上升10%以上。今年首季人流料達2,500
萬元，按年升10%；生意額達8.7億元
至9億元，按年升10%，今年上半年約
有45個新租及續租租戶，佔商場面積約
20萬方呎。其中日本連鎖時尚眼鏡品牌
「Zoff」 將於首季開設全港首間旗艦
店，其30分鐘速配眼鏡服務及每兩星期
轉換款式等成為快速時尚賣點。
去年大埔超級城全年人流逾1.05億人

次，按年升10%；生意額逾40億元，按
年升10%，當中彩妝護理及珠寶生意按
年升15%至30%，現時商場出租率達
100%，整體平均每方呎營業額逾1,000
元。
去年全年有40個新租商戶，涉及15

萬方呎樓面，租金保持雙位數增長，平
均呎租由120元升至400元。
新地代理租務部助理總經理蘇蔭彪表

示，大埔超級城去年引入近50間快閃
店，今年將延續「快閃熱潮」，目標是
今年全年可開拓60間，按年升20%，務
求做到月月有新舖，以保持商場新鮮
感。同時，會於今年第三季全面優化大
埔超級城多層停車場，包括電能車充電

和智能停車等，預計需時4個月，投資
逾1,000萬元。
新地代理租務部副總經理（推廣）李

少芬指出， 大埔超級城斥資1.1億元優
化商場環境設施及服務，包括新增的互
動體驗活動及智能停車等。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梁悅琴)太古地產
與陸家嘴集團昨宣佈，雙方的合資零售項目
命名為「前灘太古里」，並正式啟動招商，
計劃於 2020 年底起分階段開業。
該項目坐落於浦東前灘國際商業區的
核心地段，承襲了太古地產旗下以開放
式、里巷交錯建築佈局著稱的「太古
里」設計理念。前灘太古里總樓面面積

約 130 萬平方呎（約 12 萬平方米），
設計上採用「自然主義」的理念，融合
了自然和現代建築元素，並將無縫連接
匯聚三條地鐵線的東方體育中心站，緊
密連接市內重點居住區及商圈如陸家
嘴、徐家匯、人民廣場及迪士尼樂園。
作為一個綜合發展項目的重要組成部

分，前灘太古里毗鄰由陸家嘴集團投資

的兩大項目——樓高 56 層的「前灘中
心」甲級寫字樓，以及五星級豪華酒店「前灘
香格里拉酒店」，周邊配套優質完善。

徐而進：前灘重要地標
上海陸家嘴集團總經理徐而進表示，

前灘正迅速成為上海一個令人矚目的區
域，前灘太古里將成為前灘的重要地

標，為區內社群乃至整個上海的顧客帶
來無與倫比的優質零售、餐飲和消閒體
驗。太古地產零售業務董事韓置表示，
前灘太古里是繼北京三里屯太古里和成
都遠洋太古里後，集團在內地的第三個
「太古里」，相信前灘太古里將成為吸
引上海居民和國內外遊客的一個全新零
售地標。

香港文匯報訊 港機集團旗下廈門太古昨宣
佈，已與中國民航旗下中國民用航空上海航空
器適航審定中心（上海審定中心）簽署培訓合
作框架協議。根據協議，廈門太古將與上海審
定中心緊密合作，共同開發一系列度身訂做的
理論與實踐培訓課程，並將成為上海審定中心
適航審定員持續進修和發展的主要培訓基地。
在簽訂此協議前，廈門太古已為上海審定中心
的人員提供了五期飛機維修基本能力培訓課
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

媚、實習記者 程晚村）中美傳

本周將進行貿易談判預備會，貿

易停戰期間硝煙未止，包括美國

傳擬引渡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

或增加談判變數。中大前校長、

經濟學講座教授劉遵義昨出席灼

見名家財經峰會時表示，料貿易

戰對內地今年經濟增長只帶來

1.1%影響，相信內地絕對可以

承受，而停火協議將於3月屆

滿，他對雙方最終可達成協議感

審慎樂觀。

光大控股：上半年高收益債看好

大埔超級城首推電子萌豬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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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由
梁錦松任董事長兼聯
合創始人的新風天域
集團，旗下的新風醫
療，昨天公佈斥資

11.2億元人民幣，收購華潤集團旗下
附屬公司之醫療資產，包括：深圳市
三九醫院100%股權，以及該公司持
有之一幅位於深圳市中心的地塊及大
樓。新風醫療將於該址興建及營運一
所國際級的大型綜合醫院，新醫院預
期2021年初落成，為粵港澳大灣區
市民提供世界一流的醫療服務。
該地塊位於深圳市福田區福強路與

新洲路交界，毗鄰地鐵沙尾站與高鐵
福田站。原址為深圳三九醫院舊址及
建築，地皮面積13,000平方米，大
樓總面積約64,000平方米。根據收
購協議，地塊、建築物連同深圳市三
九醫院有限公司100%股權，總收購
價為11.2億元人民幣。
新風醫療稍後將投入更多資源，於

原址大樓進行改建，興建一所國際級
的大型醫院，預計整個項目投資為
30億元人民幣。

後年啟用 服務灣區港人
新醫院預期兩年後即2021年初可
以投入服務。該所醫院將定位為粵港
澳大灣區一所國際級的大型綜合醫
院。

集團期望日後建立一支國際化的醫療團隊，
聘請內地以及香港及外國的醫療專家，引進先
進的醫療設施及管理，提供全科、婦產兒科、
老人及腫瘤等專科醫療服務，為大灣區居民以
及日益增多在大灣區工作的香港人服務。
新風醫療旗下之博德嘉聯醫生集團，現有

300多名專家醫生在多點執業，並會與集團旗
下易得康家居護理合作，將現時位於深圳、惠
州及廣州開設之醫療、護理中心有需要的診患
者，轉介往新醫院，提供更適切的醫療。
新風醫療目前已在內地建立8個醫療和護理

品牌，包括內地大型醫生集團─博德嘉聯醫生
集團、西南領先醫養康復集團─顧連醫療以及
中國大型跨區居家醫護服務營運商─易得
康。現時有6家醫院（包括在建中）和30間門
診部和社區護理站，提供34個專科的醫療服
務。

廈門太古滬航審中心簽合作
滬前灘太古里招租 明年底分期開業

■灼見名家
財經峰會昨
舉行，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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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劉 遵 義
(左）建議
內地可由美
國進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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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氣及農
產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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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達文 攝

■馮秀炎馮秀炎((左三左三))預期農曆新年推廣期的客流達預期農曆新年推廣期的客流達580580萬人次萬人次。。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太平保險集團昨在深圳
召開2019年年度工作會議。董事長羅熹作題
為《充分利用戰略機遇期 推動高質量發展》
講話，副董事長、總經理王思東作經營工作報
告。會議認真總結中國太平2018年工作，就
中國太平新時代發展戰略作進一步規劃，全面
部署2019年工作。中央組織部、國務院辦公
廳、香港中聯辦派代表到會指導。監事長李剛
主持會議。
會議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思想，貫徹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
神。會議指出，中國太平將堅持國家重大戰略
導向和服務實體經濟本職，堅持推動高質量發
展和防範金融風險原則，推動保險業務轉型升
級，推動國際化戰略佈局、信息化持續提升、
市場化改革深化，保持保險、投資和產業的良
性循環和穩健發展，努力以優異成績迎接中國
太平創業90周年，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
去年中國太平保費收入、利潤、資產規模等主
要經營指標穩中向好、跑贏大市，集團總保費
超過1,600億元（人民幣，下同），總資產超過
6,000億元，管理資產規模突破1萬億元，成
功躋身《財富》世界500強。
會議進一步指出，集團樹立「共享太平」發

展理念，確立以「建設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國際
化現代金融保險集團」為目標的新時代發展戰
略，實現新時代發展戰略良好開局。

中國太平保險集團
推動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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